
Sivoia QS
Triathlon® 遮阳解决方案
适合任何家居的时尚、灵活及经济的自动窗帘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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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路创的特点
 为什么选择 Sivoia QS Triathlon？
•  拥有行业领先的电池性能
•  电池易于更换
•  采用强大可靠的射频技术
•  移动精确、安静
•  控件美观且直观 

•   无缝整合路创全家居控制系统

   电源选项
•  提供电池和接线供电窗帘

   款式
•   卷帘或隔热风琴帘有多种颜色、面料和质地可供选择

Sivoia QS Triathlon® 遮阳解决方案介绍 
 
如今最时尚、灵活、经济的电动窗帘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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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帘 隔热风琴帘

Sivoia QS Triathlon 窗帘有两种窗饰风格可选，以满足所
有设计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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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加便利性
•   用无线掌上或壁装式控制器在
   房间的任何地方调节窗帘
• 简单按下按钮调节难以接近的
   窗饰
• 无线设计对幼童或宠物十分安全

加强装饰性
•  可选各种漂亮的面料、颜色、风格
   和质地
• 为房间提供干净利落的外观，与
   众多装饰风格相搭配

卷帘⸺Nutmeg 棕色面料

灰色面料

Sivoia® QS Triathlon® 遮阳解决方案的优势 
 
路创品牌的品质使路创 Sivoia QS Triathlon 窗帘能以经济的价格提供巨
大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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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节能
• 在夏季拉下窗帘隔热，帮助降低制
   冷成本
•  在冬季的白天升高窗帘，晚上降低
   窗帘，从而吸收日间的热量并降低
   供暖成本
•  隔热风琴帘的吸热气囊可以提高
   能效，使房间有效隔热

   

  无缝集成
•  Sivoia QS Triathlon 窗帘是目前唯
   一一款可无缝集成到 RA 2 Select

   或 HomeWorks® QS 等全家居控  

   制系统的电池供电窗帘
•   控制窗帘和灯光，使空间适合进行
   任何活动
  请参阅第 12-13 页了解集成选项

Monaco⸺滤光型、单层面料

Pearl Linen 棕色面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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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居室
视觉吸引力
窗帘为空间增添时尚气息。您的窗帘不仅能挡住照射在
电视屏幕的阳光，而且协调操作，与相邻窗户的窗帘高
度保持一致。

哈瓦那雪茄色织物面料

Sivoia® QS Triathlon® 窗帘核心应用
 
我们的窗帘非常适合为空间增加奢华感或私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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浴室
休闲放松
掌上遥控器可以在沐浴时调整窗帘的位置，从而保护您的隐私并营
造轻松减压的氛围。

薄暮色单分子面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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窗帘采用 Pico® 无线
控制器进行控制或集
成到全家居控制系统

设计师型底杆具备干
净利落的外观，与卷帘
面板的时尚风格相搭
配

选择满足您风格需求的
窗帘顶盒（所示为面料
包裹的前盖板）

•  卷帘尺寸最宽为 3650mm, 

最高为 3650mm

•  Triathlon WIDR 窗帘盒可
容纳大尺寸窗帘（宽度超过
2400mm）

•   采用标准 D 型号电池供电
•    备有电池加强技术，将电池 
寿命延长 80% 或 6 年

•   还可选择插入式电源版本

Sivoia® QS Triathlon® 窗帘 
 
现代时尚的窗饰结合了强大的功能和干净优雅的外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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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料选项
窗帘提供多种面料颜色和质地选择。可选择透明、半透明和不透明面料。

 透明
•  开孔织物既能看到外面的景致又
能过滤阳光

• 非常适合对私密性要求不高的房
   间

 半透明
•  紧密织物将刺眼的日光转变为 
过滤后的柔和光晕

•  为浴室等空间提高私密性
  

 不透明
•  不透明面料使光线无法进入空间
•  非常适合对私密性要求高的卧室
和影音室

专利的窗帘顶盒设计
 创新的窗帘顶盒向前打开就能看到电池盒，无需拉下窗帘

拉下打开窗帘盒。 更换电池。

建筑立面 外露的窗帘顶盒

顶部装饰选项
Sivoia QS Triathlon 窗帘有三种不同的顶部装饰可供选择，适合为任何空间定制解决方案。各选项有标准或
WIDR 窗帘盒可供选择，确保美观协调。

面料包裹的立面 外露的 WIDR 窗帘顶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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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隔热风琴帘可覆盖尺寸达
  2400mm x 2400mm 的窗户
•   使用通用的 D 型电池
•  还可选择插入式电源版本

窗帘采用 Pico® 无线控
制器进行控制或集成到
全家居控制系统

可安装搭配面料颜色的窗
帘顶盒或搭配你自己的顶
部装饰

Sivoia® QS Triathlon® 隔热风琴帘 
 
时尚又实用的电动窗帘能增加便利性、美化装潢并节约能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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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光
能让日光穿够窗帘并看到外部
景致的设计师面料。

滤光
能让日光穿够窗帘，但只能看
到特定外部景致的面料。单层
或双层风琴帘可选。

房间遮光
利用遮光内衬挡住穿透窗帘的
光线和外部景致的面料。单层 
款式可选。

面料选项
窗帘提供不同的透光选项以及各种颜色和质地。

专利的窗帘顶盒设计
我们独有的一按即卸技术使更换电池轻而易举，完全无需卸下窗帘。

Remove and replace all 
batteries from each tray2To replace

batteries

Peel Here

Press              buttons above
headrail to expose batteries

1
To view instructional video on how to replace batteries please 
visit: www.lutron.com/cellularshades/batteryreplacement or
call 800.523.9466 to speak to a customer service representative 

Remove and replace all 
batteries from each tray2To replace

batteries

Peel Here

Press              buttons above
headrail to expose batteries

1
To view instructional video on how to replace batteries please 
visit: www.lutron.com/cellularshades/batteryreplacement or
call 800.523.9466 to speak to a customer service representative 

e
e

只需按下释放按钮
就能打开窗帘顶盒。

更换电池。 然后关上窗帘顶盒。



Pico 场景墙控器
可与任何住宅系统配套
使用

seeTouch 墙控器
可与 GRAFIK RA 2 和
HomeWorks QS 系统配套使用

Palladiom 墙控器
可与 HomeWorks QS 系统
配套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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窗帘控件选项
 
Sivoia QS Triathlon 窗帘可集成到全家居控制系统或作为纯窗帘解决方案。

纯窗帘解决方案
Pico 无线面板  — 您可将此灵活及电池供电的控制器安装到桌面底座或墙壁上（无需钻孔或布线）。

全家居控制解决方案
Sivoia QS Triathlon 窗帘可集成到路创 RA2 Select、GRAFIK RA 2 和 HomeWorks QS 系统内。窗帘与系统
集成后，您可通过时钟或第三方集成，使用墙控器来控制窗帘，或者通过移动设备来控制。

墙控器和单个房间场景控制
可通过壁装式或桌面墙控器或面板来控制集成到系统内的窗帘。

按下一个按钮就能调暗灯光、调节温度并开关小家电的备用电源，创造舒适节能的环境。



时间表
时间表与家居控制系统相搭配，能够按照预设时间自动升降窗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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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家居控制解决方案（续）

移动设备
如果您拥有路创家居系统，就算不在家都能通过移动设备上的路创 app 控制窗帘以及灯光、温度和音乐。

可与 Android™ 和 iOS 设备配套使用。

第三方集成
窗帘（以及灯光）控制可集成到其他制造商的系统中，比如视听系统，以进行另一个层面的控制。

Crestron Electronics, In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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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池
电池经济实惠，方便维护。电池供电窗帘是需要无线解决方案（比如法式落
地玻璃门）的应用的最佳选择，适合建造或整修的任何阶段。

插入电源
如果窗帘安装在难以接近的区域，难以更换电池，采用插入式电源将
更加方便。

电源柜
电源柜可为多达 10 个窗帘供电，非常适合整修或新建。窗帘直接连接到电源柜，
不使用电池。

电源选项 
 
Sivoia® QS Triathlon® 窗帘可使用电池、插入式电源或电源柜。



简单的电源选项 — 不用拉一根线, 令安装窗帘变得轻松及经济实惠。

即时数字响应 — 即便是电池供电窗帘也能可靠即时地响应射频系统
命令。窗帘在不使用的时候会返回 Eco 模式以节约能源并尽可能减小
负载。

精确的混合驱动 — 将低功率需求与储能相结合，移动窗帘的同时保
证了极为美观的精确齐平。

协同的性能 — Triathlon 结合这三个元素提供了如今最可靠、节能的窗
帘系统。

简单的
电源选项

即时
数字响应

精确的
混合驱动

协同的
性能

简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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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单的
电源选项

即时
数字响应

精确的
混合驱动

协同的
性能

Simple power 
options

Instant digital 
response

Precision hybrid 
drive

Synergistic 
performance

Simple pow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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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stant digit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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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voia QS Triathlon 

表现出众的顶级窗帘系统



Clear Connect 射频技术
路创的 Clear Connect 专利射频技术为业界订立了更高的可靠性标准。系
统运作始终保持高度的准确性和精度，不会受到其他频带的干扰，让您更
加安心。

Lutron 是路创电子有限公司在美国及其它国家注册的商标。
Lutron 合法商标的完整列表，请访问： lutron.com/trademarks。
Android 安卓是谷歌公司的商标。 

WORLDWIDE HEADQUARTERS
Lutron Electronics Co., Inc.
7200 Suter Road
Coopersburg, PA 18036-1299 USA
TEL: +1 610 282 3800
shadinginfo@lutron.com

亚洲办事处

中国：北京                            中国：香港                                  印度：古尔冈（新德里）
电话: +86 10 5925 1340                          电话: +852 2104 7733                    电话: +91 124 439 0130

中国：广州                             日本：东京                       印度：孟买
电话: +86 20 2885 8378                           电话: +81 3 6866 8444                    电话: +91 22 4070 0867

中国：上海                            新加坡                       印度：班加罗尔
电话: +86 21 6165 0990                            电话: +65 6220 4666                                电话: +91 80 4030 0485

www.lutron.com/asia
   

 

路创的特点
  当您选择路创时，您选择的是一家坚持创新、并从 2003 年开
始就成为自动窗帘领域领导者的制造商。所以如果您选购了
我们的 Sivoia® QS Triathlon® 窗帘，您完全可以相信产品的质
量，我们对其可靠性提供保证（我们提供24小时/7天的客户支
持）。

 Sivoia QS Triathlon 窗帘能以实惠的价格提供：
• 巨大的价值和完美的解决方案
• 尖端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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